
据国资委网站消息　在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时间过半的关键节点，6 月 4
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国一汽以“现
场 + 视频”形式召开中央企业改革三
年行动推进会，总结工作成效，推广
改革经验，以典型示范带动改革深化。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郝
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
抓宝贵时间窗口、珍惜有利条件形势，
真抓实干、锐意进取，进一步抓紧抓
实改革三年行动，更好促进中央企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更大贡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翁杰明主持会议。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任洪斌，党委委员、

秘书长彭华岗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深刻阐明了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大意义，多次强调深入实施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明确指出了新阶段推进改
革的重要方法，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坚决实施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国资委党委
紧紧围绕十个方面 50 项重点任务，持
续加大统筹协调、政策创新、督促引导
工作力度，全力以赴推动改革落实落地。
中央企业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建立健
全组织体系和推进机制，形成了上下贯
通、纵深推进的改革新局面，各项重点
任务不断取得新成效。集团层面 100%
制定党委（党组）讨论前置事项清单，
超过 93% 的子企业实现了董事会应建
尽建，其中 6成以上实现了外部董事占

多数，全员绩效考核覆盖率超过 98%，
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实现重大突破，剥离办社会职能和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完成。实践表明，
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
案是系统科学、务实管用的。

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推广中央
企业改革典型经验，不断深化实化“两
个一以贯之”，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
完善，正确处理党委（党组）和董事会、
经理层等治理主体的关系，注重规范
董事会建设，强化董事会功能和作用
发挥。要紧盯企业自主创新深化改革，
着力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整合
集聚创新资源，加大战略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英才引进、培
养和激励力度，扎实开展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提升我国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聚焦
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推进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把编制实施好
“十四五”企业发展规划与深化改革、
加快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加大对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投入，坚决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在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上作出表率、当
好示范。� （下转二版）

本报讯（通讯员　何 欢）　6 月
3 ～ 4 日，航空工业党史学习教育第二
巡回指导组到航空工业直升机所、洪
都、昌飞等三家单位开展巡回指导。

首次会上，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
总经理、航空工业党史学习教育第二
巡回指导组组长罗荣怀作动员讲话。
巡回指导组分别听取了三家单位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情况的专题汇报，与单
位领导班子代表、基层党组织书记代
表、普通党员和职工群众代表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访谈，详细查阅了党史学
习教育相关材料，并深入车间生产一
线调研走访。

罗荣怀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今年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派出巡回指导组对集团所属二
级单位进行巡回指导，是保证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和航空工业集团工作要
求落地落实的重要举措。

罗荣怀强调，党史学习教育巡回
指导组要强化政治担当，把握巡回指
导重点，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航空工
业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文件方案和巡回
指导工作手册明确的职责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体现务实要求，注重总结
经验，进一步推动航空工业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

在巡回指导期间，罗荣怀以《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不竭力量，为建设新
时代航空强国努力奋斗》为题，为直
升机厂所党员代表讲授专题党课。罗
荣怀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党领导下的
航空工业发展史等四个方面进行授课。
罗荣怀指出，广大干部职工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
为实现建设航空强国目标而奋斗”的
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实现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新
时代航空强国接续奋斗。

授课后，罗荣怀来到党建工作联

系点——直升机所重点实验室党支部
参加“追寻红色江西足迹�再立航空报
国新功”主题党日活动。航空工业党
建文宣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直升
机厂所主要领导及联系党支部党员等
参加活动。

6 月 3 日，航空工业党组成员、总
会计师、航空工业党史学习教育第四
巡回指导组组长张民生带队赴中航资
本等单位开展巡回指导。其他巡回指
导组也将按计划陆续赴航空工业所属
二级单位开展巡回指导。航空工业党
史学习教育第一次巡回指导工作将于 6
月底前基本完成。

本报讯　6 月 1 ～ 2 日，中
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
勇到中国航发南方调研。他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
系统思维做好工艺文件体系重构、
脉动装配线建设等工作的全局谋
划和落地实施，加强通用标准研
究，加快推进 AEOS 建设，为航
空发动机研制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李方勇听取了南方关于工艺
文件体系重构的汇报，深入南方
装配现场了解了脉动装配线运行、
设施设备配套、未来工作规划等
内容，并与现场技术管理人员进
行了交流研讨。李方勇对南方现
场数据采集、工检合一规程设计、
单一数据源应用等方面工作给予
肯定，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李方勇强调，一要进一步强
化系统思维，梳理好工艺文件体
系各要素在物理上、逻辑上的结
构关系，将计划、技术、质量、
成本等统一起来，明确整体架构
和各阶段工作目标，系统推进工
作落实 ；二要对标世界一流，在
标准建设、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开
展深入、务实研究，努力构建技术、
技能、管理、检验人员通用共享

的工艺标准，做好刀具采购、仓
储、库存及使用全流程信息化管
理，加强与设计院所、供应商协
同，实现流程化、标准化、体系化；
三要从操作者的角度出发，做好
现场表单合并、流程优化等工作，
制定更加简洁高效的工作标准和
操作界面，实现效率提升。

在湘期间，根据中央党史学
习教育部署要求和中国航发党组
工作安排，李方勇还以视频形式为
集团在湘单位讲授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
论述，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全力完
成重点任务，深入推进 AEOS 建
设，持续融入中心抓党建，以更
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昂扬的姿态，
开创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李晨　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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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航空工业陕飞厂区内，花
草树木散发出的香味在这寂静的夜里，
显得愈发浓郁芬芳，使人沉醉。周边
楼宇的灯大多已经熄灭，办公楼的灯
光星星点点，只有总装厂某处厂房里
依旧灯火通明，如同白昼。自某工程
多架机交付节点既定之日起，这里便
夜夜如此。

尽管炎热的夏天还未完全到来，
为了更好地通风，厂房两边的大门已

经大大地敞开着。灯光下，那面五星
红旗和悬挂于两侧的标语牌显得异常
醒目，那句“坚守报国初心，勇担强
军首责”标语下是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他们在飞机上来回穿梭，背影在灯光
的照耀下略显朦胧，宛如黑夜里的精
灵。设备运转的轰鸣声、工具的敲打声、
激烈的讨论声，声声入耳，这里的夜
曲才刚刚奏响……

夜里的计调室很安静，但很快就
嘈杂起来了。“你听我给你说，这样弄
肯定不行。”技术室主任周鑫大声说道。

“怎么就不行了？”技术专家高雨楠大
声回应道。两人正在探讨着关于生产上
遇到的难题，时而互不言语，时而又
争得面红耳赤。党总支书记辛文渊坐
在角落里，抬头看看两人，又低下头
仔细端详着手中的花名册，若有所思
的样子。“辛书记，我过去看了，人到
齐了，都在现场干活呢！”计调组长
胡森走上前去，小声说道。“不错，看
来早上的动员会没有白开。”辛文渊起
身放下册子。这时，厂长何明江也来了，
他笑着问道 ：“老辛，看来这边阵仗也

不小啊！下个月这几架飞机应该都能
交出去吧？”“早上刚开了动员会，看
这状况，应该没问题。”辛文渊走到门
口，负手而立，注视着眼前这几架飞机。
�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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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大家谈”

美国空军正在考虑
替换F-22“猛禽”

罗荣怀带队赴江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
李方勇到中国航发
南方调研

曹建国会见陈飞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雷）　6

月 4 日，中国航发董事长、党组
书记曹建国在集团总部会见了来
访的湖南省副省长陈飞，双方就
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加快推动
航空发动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中国航发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向巧出席会
见。

曹建国表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航空发
动机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航空发
动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湖南省是首个
与中国航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双方沟通交
流频繁、合作紧密，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航发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
双方合作良好基础，发挥龙头企
业引领带动作用，建强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积极融入湖南“三高
四新”战略。希望湖南省一如既
往大力支持中国航发在湘单位发

展，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
方面合作，共同推动航空发动机
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陈飞表示，支持包括中国航
发在内的中央企业发展，是湖南
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的重要举措。湖南省高度
重视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近年
来多次深入中国航发在湘单位科
研生产一线了解需求、强化服务，
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湖南
省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南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
不移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积
极打造以航空动力为代表的世界
级产业集群。希望中国航发进一
步加强在湘产业布局力度，推动
更多重大项目、优质人才向湖南
省集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发
展，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航发力量。

湖南省政府有关领导及科技
厅、工信厅和株洲市领导，中国
航发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夜曲

本报讯（通讯员　廖文峰　戴海滨）　6 月 2 日，航
空工业通飞与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成功签订 20 架国
产西锐 SR20（G6）飞机销售合同，这是通飞继 2020 年
9 月北大荒通航 10 架国产西锐 SR20（G6）交付完成之后，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至此，通飞在取得西锐 SR2X 生
产许可证后，已累计获得108架西锐SR2X飞机销售订单。

2019 年 7 月 26 日，通飞与北大荒通航签署了 10 架
国产西锐 SR20 初教机购机合同。2020 年，面对严峻的
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物流影响，通飞积极协调，科学组织，
于 9 月 1 日顺利完成全部 10 架飞机的转场交付。为应对
无库存的航材，通飞全年及时协调生产线和其他客户货
源，有效支援了北大荒通航西锐机型的高效运营，并多
次为客户提供航材的紧急支援和技术支持，得到了北大
荒通航的肯定和高度赞扬。首批交付的 10 架 SR20 飞机
在北大荒通航得到高效率使用，单机最高飞行时间已经
达到近 500 小时。

未来，通飞将继续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
念，加快构建通飞服务体系 ；强化通飞市场发展与客户
服务工作的战略引领、规划研究、资源调配和协调性评价，
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客户。

国产西锐SR20飞机再获20架订单

航空摄影
大赛

航空工业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电话：0531-85665023
网址：www.risac.com

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会

以典型示范带动改革深化以典型示范带动改革深化
扎实推动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新成效扎实推动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廖文峰　廖文峰　摄摄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0 个“安全生产月”，航空工业已于 6
月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按照集团公司安排，本报现
开设�“安全生产大家谈”专栏，旨在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营造良好氛围，促进集
团公司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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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砺重器
热血铸龙魂


